
礦場安全法施行細則

 
中華民國八十九年一月二十六日 經（八九）礦字第八九○○一四三一號令訂定 

  
第一章 總則

 
第一節 通 則

第一條 本細則依礦場安全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四十六條規定之。 

第二條 本法第二條所稱礦場，分類如下： 

一、地下礦場：指在地下探採煤礦、金屬礦或其他非金屬礦及其附屬選礦、煉礦之作業場

所。不包括石油、天然氣礦場。

二、露天礦場：指以露天方式探礦、採礦及其附屬選礦、煉礦之作業場所。

三、石油、天然氣礦場：指在陸地或海域從事石油、天然氣礦探勘、開發、生產及其附屬

油氣處理、修護、器材供應以及其儲運設施之作業場所。

前項所稱作業場所，包括表土清除、礦產品或廢土石之堆置、搬運作業場所。

第三條 本法第五條所稱礦場安全管理人員，包括礦場安全主管、礦場安全管理員、爆炸物管理員、礦場通風管

理員、礦場坑內安全督察員、礦場坑外安全督察員及礦場機電安全督察員。 

第四條 本法第七條所稱礦場作業人員，包括下列人員： 

一、礦業權者直接或間接僱用從事礦場作業之人員。

二、承攬從事礦場作業之人員。

三、實際從事礦場作業之礦業權者。

第五條 業權者依本法第十八條廢棄礦坑時，應檢具礦場開採實測圖及所採取之安全措施，於廢棄礦坑一個月前

報主管機關核准。 

第六條 下列機械及器材未經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或其認可之機構檢驗合格者，礦場不得安裝或使用： 

一、爆炸物。

二、發爆器。

三、電機設備： 

發電機

電動機

變壓器

開關器及繼電器

電計器

安全導通試驗器

電話機

避雷器

其他易產生火花或高熱之電機具

四、電線及電纜。

五、照明器具： 

帽用安全燈

固定式安全電燈

六、鋼索。

七、礦車連結器（包括插針、拖板及鉤環）及三環鏈。

八、機車。

九、各種氣體及放射性檢定器。

十、測風儀。

十一、測塵器。

十二、可燃性氣體警報器。

十三、氧氣呼吸器、空氣呼吸器。

十四、一氧化碳自救呼吸器。



第二節 礦場安全組織、人員及檢查 

十五、鑽機、鑽井井架、油氣分離器、聖誕樹防噴器及其他防噴器。

十六、高壓安全閥。

十七、滅火器、消防車、救生艇及救生衣。

十八、安全帽。

十九、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機械及器材。

前項機械及器材未訂定國家標準或國內尚無該項檢驗設備者，主管機關得依器材所附之證明文件，符合

先進國家之國家標準或專業協（學）會所訂之規格標準，予以認定。

第七條 使用或儲存硫酸、硝酸、鹽酸、苛性鈉、苛性鉀、氰化鉀、水銀、亞砷酸及其他有劇毒性藥物或化學品

之場所，應設置警告標誌，並有防止飛濺、洩漏及失竊與預防傷害或中毒之設施。 

第八條 礦場各項消防設備應經常維護保養，以保持有效使用狀態，並置於易取用之地點，其附近不得堆置任何

雜物。 

第九條 礦業權者應於礦場申報開工時，將其指定之礦場負責人報主管機關核備。 

前項礦場負責人，應具備下列資格： 

中華民國八十一年十二月八日以前已核備之礦場負責人，不受前項資格之

限制。

一、年滿二十五歲。

二、國民中學以上學校畢業，曾從事礦場有關工作兩年以上。

第十條 礦業權者應依下列規定分別遴用礦場安全管理人員： 

一、煤礦場： 

礦場安全管理員： 

每一礦場遴用一人。

僱用礦場作業人員每達五百人或每增加主斜坑一處，

應加用一人。 

有發生氣體、煤層或岩石突出、煤塵爆炸之虞者，應

加用一人專責處理其安全事項。 

僱用礦場作業人員未達二十人之礦場，礦業權者報經

主管機關核准後，得以礦場坑內安全督察員兼代礦場

安全管理員。

礦場坑內、坑外及機電安全督察員： 

僱用坑內礦場作業人員四十人以下者，遴用礦場坑內

安全督察員一人，每增僱四十人，加用一人。

僱用礦場作業人員五百人以下者，遴用礦場坑外安全

督察員一人，每增僱五百人，加用一人。

有動力設備之礦場，其電力契約量及自備動力合計在

五百瓩以下者，應遴用礦場機電安全督察員一人；每

增加五百瓩，加用一人。

礦場通風管理員：僱用礦場作業人員達三百人以上之

礦場，應遴用礦場通風管理員，處理礦場通風管理工

作。但坑內通風不良者，主管機關應令礦業權者，設

置礦場通風管理員。

二、煤以外之其他地下礦場： 

礦場安全管理員： 

僱用礦場作業人員六十人以上之礦場，應遴用礦場安

全管理員一人；每增加礦場作業人員二百人，應加用

礦場安全管理員一人。

僱用礦場作業人員未滿六十人者，礦業權者報經主管

機關核准，得以礦場坑內安全督察員兼代礦場安全管



理員。 

礦場坑內、坑外及機電安全督察員： 

僱用坑內礦場作業人員六十人以下者，應遴用礦場坑

內安全督察員一人；每增六十人者，加用一人。

僱用礦場作業人員五百人以下者，應遴用礦場坑外安

全督察員一人。但僱用礦場作業人員三十人以下之礦

場，得由礦場坑內安全督察員兼代其職。

用十瓩以上電力設備之礦場，應遴用礦場機電安全督

察員一人；其電力契約量及自備動力合計每超過五百

瓩，加用一人。

三、露天礦場： 

每一礦場應遴用礦場安全管理員一人。但僱用礦場作業人員未滿四

十人之礦場，礦業權者報經主管機關核准後，得以礦場坑外安全督

察員兼代礦場安全管理員。 　僱用礦場作業人員未滿三十人之礦

場，應遴用礦場坑外安全督察員一人；三十人以上未滿六十人者，

遴用二人；六十人以上者，每增加三十人，加用一人 

設有動力設備之礦場，其電力契約量及自備動力合計未滿五百瓩

者，應遴用礦場機電安全督察員一人；五百瓩以上，未滿一千瓩

者，遴用二人；一千瓩以上者，每增加五百瓩，加用一人。

四、石油、天然氣礦場： 

每一場、廠、隊作業單位應遴用礦場安全管理員一人。但僱

用礦場作業人員四十人以下之礦場，礦業權者經報主管機關

核准，得以礦場坑外安全督察員兼代礦場安全管理員。

每一場、廠、隊作業單位按其作業種類，各遴用礦場坑外安

全督察員、礦場機電安全督察員各一人。

主管機關認有必要時，得令礦業權者加用各種礦場安全管理人員。

第十一條 礦場負責人應擬定礦場安全組織編制表及指揮監督系統圖，報請主管機關

核定。 

第十二條 本法第十一條第二項及第十二條第二項所稱具備規定資格之礦場負責人或

礦場安全管理人員之職務代理人；其代理期間每年以二次為限，每次二個

月；代理期間超過一個月者，礦業權者或礦場負責人，應向主管機關報

備。代理人應分具下列資格之一： 

一、礦場負責人： 

曾取得同類礦場負責人資格者。

曾從事同類礦場管理工作二年以上者。

二、礦場安全主管、礦場安全管理員： 

曾取得同類礦場安全管理員資格者。

曾任同類礦場安全督察員二年以上者。

三、礦場坑外安全督察員、礦場坑內安全督察員或礦場機電安全

督察員： 

曾取得礦場安全督察員資格者。

曾從事有關礦場安全技術工作三年以上者。

第十三條 礦場負責人依本法第二十三條第二項訂定各種礦場安全管理人員之職責範

圍，應專冊登記，公告於礦場易見處所。

礦場安全主管之職責範圍，應包括下列各項： 

一、安全計畫之擬訂及督導實施。

二、特別採掘計畫之擬訂及督導實施。

三、安全設備之設置或變更之籌劃。

四、礦場安全守則草案或修正草案之研擬。

五、礦場安全教育訓練之籌劃及督導實施。



六、災變處理、調查及防範對策之研擬。

七、其他有關礦場安全管理事項。

第十四條 礦場負責人應建立安全檢查制度，擬定自動檢查計畫，並報主管機關核定

後實施。

礦場負責人、礦場安全主管及礦場安全管理員均應就其職責範圍，對作業

場所之安全情形，經常實施抽查，督導改善，並將其結果詳細記錄備查。

各種礦場安全督察員均應就其職責範圍，於每班工作前、停工後及工作中

實施作業場所、環境與設施之安全檢查及測定，並將檢查及測定結果詳細

記入礦場安全日誌。

其他礦場作業人員應就其自動檢查範圍，對作業場所及設施實施安全檢

查；其檢查工作應受礦場安全管理人員之指揮、監督。

第十五條 礦場負責人依本法第二十二條備置礦場作業人員名冊時，應載明礦場作業

人員職別、姓名、出生年月日、住所、勞（公）保號碼及投保日期；煤礦

場之作業人員並應載明電池箱號碼。

坑內作業人員應由礦場分別給予編號名牌，入坑時交坑口管理人員，出坑

時取回。

第十六條 礦場作業人員應遵守礦場安全守則及礦場安全管理人員之指示；非礦場作

業人員進入礦場，亦同。

非礦場作業人員進入礦場前，礦業權者或礦場負責人應宣示礦場安全及避

難有關措施後，始准其進入礦場。

礦場安全管理人員依規定執行職務時，任何人不得妨礙。

第十七條 礦業權者依本法第十四條對在職及新進礦場作業人員實施在職及職前訓

練；其訓練對象、次數、實習及課程基準，由主管機關定之。

前項訓練，礦業權者必要時得委託訓練機關（構）辦理之。

第十八條 主管機關於頒布新安全規定、礦場發生事故或礦場有重大違規事件時，得

調訓各種礦場作業人員，施以必要之安全訓練，礦場作業人員不得拒絕。

礦業權者對前項受訓人員於受訓期間之工資給付，依有關勞工法令辦理。

 
第四節 礦場安全圖、日誌及守則

第十九條 礦場負責人依本法第二十二條繪製礦場安全圖時，應按月繪入實際進度，由礦場

負責人、礦場安全主管及測繪人簽章，揭示於礦場顯明易見處所，供礦場員工閱

覽；並將每年年底實測結果，於翌年一月底前連同施工計畫報主管機關核備。其

繪製圖內容如下： 

一、地下礦場： 

縮尺為一千分之一。

填註習用之符號、圖例。

繪平面圖；必要時，加附截面圖。

圖內繪入礦區境界線、坑口、通風坑道、搬運坑道、人行

道、昇樓、採掘處所、已採空洞、舊坑（礦區境界含有舊

坑亦應繪入），扇風機位置、通風方向、風量（每分鐘立

方公尺）、風橋、風門、排水機及捲揚機位置。

煤礦場須加繪灑水設備、石粉設施、安全煤壁，曾經發生

自然發火、氣體、煤層或岩石突出地點。

其他安全上應注意事項。

二、露天礦場： 

縮尺得視礦場作業範圍之大小分為二千、一千或五百分之

一。 

填註習用之符號、圖例。 

繪平面圖；必要時，加繪截面圖及地形圖。



圖內應繪入礦區境界線、現行及停止採掘處所、岩石、礦

碴或廢石堆置處所、火藥庫、重要建築物及其他安全上有

關事項。

三、石油、天然氣礦場： 

平面圖、地形圖；其縮尺以作業範圍大小決定。

圖內繪入礦區境界線、井場位置、儲油槽、集油氣處所、

機械工場、重要建築物位置及其他安全上有關事項。

消防泵房位置。

消防栓管線配置系統。

排水系統。

疏散路線。

前項礦場安全圖習用之符號及圖例，由主管機關定之。

第二十條 礦場負責人依本法第二十二條所設之礦場安全日誌，應置於礦場辦公地點內易見

之固定處所，供礦場作業人員及其他有關人員隨時參閱。

各種礦場安全督察員依第十四條規定記載礦場安全日誌；其應載內容，由主管機

關定之。

礦場負責人、礦場安全主管及礦場安全管理員，每日應查閱礦場安全日誌，簽名

蓋章，註明時間，並督導辦理改進有關礦場安全事宜。但情形特殊之礦場報經主

管機關核准者，不在此限。

第二十一條 礦場負責人應於礦場開工後三個月內會同勞工代表，依本法第二十一條訂定礦場

安全守則，報主管機關核備。變更時亦同。

礦場安全守則，應包括下列事項： 

一、巡查時間、處所及巡查應行注意事項。

二、災變發生時之救護及連絡方法。

三、礦場公休日或停工時之巡查及應行注意事項。

四、礦場安全日誌之紀錄及交接事項。

五、礦場作業人員於作業時，依本法第二十五條應佩帶之安全防護裝

備。

六、坑內防火應注意事項。

第二十二條 礦場負責人應將礦場安全圖、礦場安全日誌、作業人員安全訓練資料及有關礦場

安全之記錄資料，至少保存五年，以備查閱。

 
第五節 防  火

第二十三條 坑外火爐、加熱裝置、煙囪等設備及建築物，應為防火構造，並應與其他可

燃性物質保持適當距離。 

第二十四條 礦場內之機電房及油類儲藏所，應以不燃性物質或防火材料建築之，並視其

規模之大小，設置蓄水池、消防栓、消防器具或滅火用砂等防火設備。

坑內油類儲藏所應與坑內火藥庫、機電設備及直井保持五公尺以上之安全距

離，並不得設置於主入風坑內。

選煤場及坑外煤塵飛揚或沉積較多之處所，應嚴禁煙火，並應有灑水或其他

消除之適當設備。

第二十五條 有油氣、火災或爆炸之虞場所，設置或使用內燃機設備時，應依下列規定辦

理： 

一、排氣管應裝設滅焰及廢氣冷卻裝置。

二、內燃機之動力設備加添燃料時，應先熄火並停止運轉。

 
第六節 爆炸物及爆破

第二十六條 煤礦或其他坑內含有可燃性氣體之礦場，應使用煤礦准用炸藥及電雷管。 



第二十七條 炸藥箱及雷管箱應用木造等牢固之絕緣容器，並標明炸藥或雷管之特殊標

誌，分別儲放炸藥及雷管，不得存放其他物件。

炸藥箱及雷管箱應指定專人專車攜帶，其他人員不得同行。

炸藥箱或雷管箱需存放時，應置於離開工作面適當距離之安全地點，不得接

近鐵軌、電池、高壓電線、火源、車輛排氣或電機設備等，並避免日光直接

照射及雨淋。

第二十八條 爆破後應由礦場安全管理人員或其指定之人員檢查岩磐、工作面之安全情形

及有無殘留之爆炸物；必要時應測定有害氣體或煤塵含量，並採取適當措

施。 

 
第七節 機電、搬運及坑外設施

第二十九條 下列設備，礦業權者應檢具設置計畫書、設置位置圖、施工說明書及出

廠證明書，向主管機關申請核准後，始得設置： 

一、坑內、外捲揚設備。

二、坑內、外電動及柴油機車。

三、主扇風機、補助扇風機及局部扇風機。

四、電動架空索道。

前項設備完成時，除補助扇風機、局部扇風機外，礦業權者應填具竣工

報告書，報主管機關檢查合格後始得使用。

補助扇風機、局部扇風機免附出廠證明書及竣工報告書。

第三十條 原動機或動力傳動裝置，應設有防止震動、接觸或因其他意外原因而驟

然開動之裝置。

第三十一條 機械設備之危險或轉動部分、煞車裝置及遊車，應加護蓋或護罩；其因

作業性質不適加護蓋或護罩者，應設置圍柵。

各機械間或機械與其他構造物之通道，應有一公尺以上之距離。

機械設備設置場所，除指定之工作人員外，禁止其他人員進入，並應揭

示禁止進入之警告標誌。

第三十二條 礦場各種機械轉動部分及煞車裝置，作業人員有接觸之虞者，不得有突

出之螺釘、螺帽、插銷或其他突出物。但因位置、構造或有適當之防

護，不導致危險者，不在此限。

第三十三條 設置壓風機時，應依下列規定辦理： 

一、設置安全閥、制壓閥及壓力閥。

二、應設置判知汽缸內溫度之溫度計。

三、貯氣槽、閥、冷卻器及過濾器等應定期清掃。

四、使用良質、適量之潤滑油。

五、應裝設防止失水、失油及過熱之自動控制器。

六、自動溫度控制器標置動作溫度，應高於正常壓縮空氣攝氏

五度至十度，且不超過攝氏二百度。

七、安全閥應調整在最高使用壓力以下即可跳開之程度。

八、裝設處所應符合下列規定： 

灰塵、污物及濕氣稀少，空氣清潔而通風良好。

容易裝卸或檢查機件。

機器能水平放置。

使用不燃性材料建造。

九、水冷式壓風機之冷卻水出囗溫度，不得超過攝氏五十五

度，冷卻水進、出口溫度差，不得超過攝氏十度。

十、貯氣槽及排氣閥不得距離機房過遠，以利制壓及安全試

驗。

十一、移動式壓風機應置於避免鑽塵吸入之位置。



十二、貯氣槽之使用應依鍋爐及壓力容器安全規則之規定辦理。

第三十四條 工作機械及其附屬物件或油氣灌裝、加壓、運輸設備及其作業，有發生

靜電致傷害作業人員或引起火災之虞時，應就其可能發生靜電之部分施

行接地或採取其他消除靜電之措施。

第三十五條 機電設備之基礎應構造堅固，並應於機電設備明顯處標明其最大安全負

荷。

第三十六條 礦場裝設電機設備之處所，除礦場負責人指定之作業人員外，禁止其他

人員進入，並應設圍柵及禁止進入之警告標誌。

第三十七條 電機設備及配線應有適當之保護設施，以防止因震動或摩擦引起漏電。

第三十八條 礦場有煤塵、粉塵、油氣或其他可燃性氣體之處所，其電機及照明設

備，應視實際需要，採防塵或適當防爆型構造。

第三十九條 礦場機電安全督察員或礦場負責人指定之人員對所管理之電機設備及其

線路，應隨時檢修，妥加維護。如有重大故障、著火或其他危險時，應

即啟斷電源，並作適當處置。

啟斷電源後，應經礦場機電安全督察員確認安全，始可再送電。

第四十條 發電室、變電室、受電室及其他場所之高壓電路或坑內電纜、電線，應

以顏色或其他明顯之方法分別標示其相別。

第四十一條 配電盤後面裝設高壓電機具或電線者，應有適當之工作空間。

第四十二條 電機設備之開關器，應設置在便利操作、維護及不易誤觸之位置。

使用開關器時，啟斷必須全斷，閉合必須緊閉，並應有電源啟斷後再送

電時不自動啟動之裝置。

礦場停止使用之電機設備，應截斷電源。

第四十三條 礦場負責人對於停電作業、活線作業及活線接近作業，應將作業期間、

作業內容、作業之電路及接近於此電路之其他電路系統，告知該項作業

之礦場作業人員，並應指定礦場機電安全督察員負責指揮、聯絡及各項

安全措施。

第四十四條 礦場內不得使用無標示額定電壓及電流值之電機設備及器具。

第四十五條 在良導體機器內檢修時，所用照明燈之電壓，不得超過二十四伏特；其

導電線需耐磨損及有良好絕緣，並不得有接頭。

第四十六條 高低壓分路、變壓器之一次側、二次側及電動機等，應安裝過電流保護

裝置。但變壓器容量小或危險性小之二次側，經主管機關核准者，不在

此限。

第四十七條 礦場高壓變壓器、高壓配電盤及其他高壓電機設備，應揭示高壓危險之

警告標誌；高壓配電盤並應設置絕緣台，以利操作。

第四十八條 下列項目，應以第一種地線工程接地，並經常檢查其接地情形： 

一、變壓器之一次捲線與二次捲線間所設之非磁性金屬接觸預

防板。

二、電纜之鉛皮被覆及金屬管。

三、電機設備之外殼。

四、油氣儲存槽、塔槽、油泵、油氣壓縮機及灌裝設備與油氣

輸送設備。

前項第三款、第四款電機及油氣有關設備，應分別接地。

第四十九條 高壓配線應於總受電室附近設避雷裝置，以防止雷擊或因異常電壓而發

生事故。

坑外架空電路如達相當長度時，亦應設避雷裝置。

電信線路應有避雷裝置及保險絲盒等設備，以防止雷擊或電燈線、動力

線接觸而發生事故。



第五十條 礦場電路配線，應依下列規定辦理； 

一、電燈線及電信線應使用易於撓曲之電纜，並應置於不易撞

擊之處。

二、信號線對地電壓應在五十伏特以下。

三、低壓動力線應使用易於撓曲之電纜或具有同等效力及強度

之電線。

四、高壓動力線應使用鉛包電纜、高壓橡膠或塑膠電纜。

第五十一條 電纜應依下列規定裝設： 

一、不得以細小之金屬線繫掛。

二、不得扭結、水淋、接觸高溫、油類或其他化學藥品。

三、高低壓電纜、電信線及信號線應保持適當之距離。

四、電纜之接頭應使用壓接器壓接之。

第五十二條 修理或檢查電機設備時，應將電源啟斷，同時揭示明顯標誌，並將開關

器操作棒或按鈕固定或加鎖，以防止電力誤送。

第五十三條 礦場負責人對絕緣用保護具、防護具及活線作業用工具，包括高壓橡膠

手套、開關器操作棒等，應負保養之責任，以保持其良好之絕緣性能。

第五十四條 設置捲揚設備時，應依下列規定辦理： 

一、電動機之額定馬力不得大於捲揚機之額定馬力。

二、應設置過負荷及過電流保護裝置。

三、電操作正逆轉控制裝置，應採三相完全啟斷之結構。

四、三十馬力以上者，應裝設捲筒煞車、馬達軸煞車及緊急煞

車。一百五十馬力以上者，其捲筒煞車應使用油（氣）壓

式煞車。

五、應於操作人員易見之處所裝置電計器。

六、捲揚機前應設置導輪，以防止鋼索在捲筒上亂捲，並應有

防止過度捲揚之裝置。

七、基座必須堅固，不得動搖。

八、機房應有足夠寬度之人行通路與良好之通風及照明設備。

九、應規定其捲揚重量。

地下礦場之斜坑捲揚設備，應裝置坑道深度指示器。

第五十五條 使用捲揚機設備時，應依下列規定辦理： 

一、應有適當之信號裝置，使於捲揚路途中任何地點，均能隨

時與捲揚機房連絡傳達信息。

二、捲揚機不得脫開離合器運轉，其煞車器應以捲筒煞車器為

主，馬達軸煞車為輔，並應有使捲揚機在最大負荷時，捲

筒迅即停止轉動之能力。

三、鋼索因腐蝕、磨耗、疲勞或斷線，致其原有安全率減至百

分之八十以下或其直徑磨耗至標稱直徑百分之九十以下

時，應停止使用。

四、鋼索與礦車連接端之鐵環應以鉛錫合金灌牢，或用鉚釘及

束箍予以固定。

五、鋼索應經常上油保養，並於車道上每隔適當距離裝置滑

輪。

六、礦業權者於搬運斜道或軌道邊有施工或有危險地點，應設

紅色電燈或其他適當之警告標誌。

七、搬運機具操作人員及押車人員均應專職，在值班時不得離

開工作崗位。

八、
斜道捲揚機所有附屬零件及鋼索，用於載運人員時，其安

全率應在最高靜荷重之十倍以上，最大總荷重之五倍以



上；用於人員以外之搬運時，其安全率應在最高靜荷重之

六倍以上，最大總荷重之三倍以上。

前項第三款安全率減少之測定方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礦場負責人應將鋼索、礦車、三環鏈及插針，視實際使用情形，抽樣送

檢驗機構檢驗；檢驗結果應留存備查。

第五十六條 礦場機電安全督察員或礦場負責人指定之人員應每日依下列項目巡迴檢

查其捲揚設備，並將其結果記入各檢查記錄卡及礦場安全日誌： 

一、鋼索之磨耗、有無斷線、索頭及其繞捲在捲筒上平整情

況。

二、礦車拖板、連結器及三環鏈。

三、捲揚機煞車器、動力指示儀表及過負荷保護裝置。

四、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項目。

第五十七條 地下礦場應設置員工出入坑專車，定時行駛。搭乘專車時，除押車人員

外，均應坐於車內；行駛中並嚴禁上下車。

前項專車每日行駛前，應以空車行駛一次，確認安全後，始可行駛。

搬運斜坑底之適當地點，應設置候車室；室內不得設置動力設備，並應

揭示乘車時間及每車限乘人數。

第五十八條 礦場作業人員除隨車人員外，不得搭乘重車及攀登行駛中之車輛。

第五十九條 機車應備有警笛、頭燈及尾燈。

機車不得從後面推動列車。但在調車場以緩慢速度操作時，不在此限。

第六十條 裝運設備應具備下列裝置： 

一、應有適當之煞車。

二、應視需要裝設適當之人員保護設備。

三、倒退行駛時，應有自動警報。

使用裝運設備時，應遵守下列規定： 

一、每班工作前及每個月，礦場機電安全督察員或礦場負責人

指定之專業人員應實施工作前及定期檢查；如有損壞，應

於修復後，始得使用。

二、裝運機械運轉時，操作人員不得離開操作位置，並禁止其

他人員接近。

三、裝運機械不得做為起重用。但有裝置無危害勞工之設備

者，不在此限。

四、卸礦石或卸廢土石處，應有防止車輛墜落之安全措施。

第六十一條 礦場設置架空索道時，應遵守下列規定： 

一、索道所運吊斗之下端，除在停留場所外，應距離地面五公

尺以上。但經主管機關核准者，不在此限。

二、索道架設在電信線、動力線、鐵路、道路及房屋等上空

時，應設置鐵絲網等適當之保護裝置。

三、索道之停留站，應設適當之信號裝置。

四、索道不得通過危險物儲藏所或人員眾多處所。

五、索道之線路，應於適當距離建造塔架。

六、索道經過道路之處所，應有適當之警告標誌。

七、索道之吊斗應設置牢固，不可過分搖動，以防止掉落。

第六十二條 礦場使用架空索道運輸時，應遵守下列規定： 

一、索道之靜止主索及緊張用鋼索之綜合安全係數應超過三，

拉應力安全係數應在超過三‧五至未滿六之間；其他鋼索

之綜合安全係數應超過三．三（循環式索道應超過三），

拉應力安全係數應超過五。

二、自動交走式索道運轉速度，每分鐘不得超過三百公尺；其



他索道之運轉速度，每分鐘不得超過一百五十公尺。但因

事實需要，經主管機關核准者，不在此限。

三、風速在每秒二十公尺以上時，不得運轉。

四、載物之索道應嚴禁人員搭乘。但索道檢修人員備有安全防

護措施者，不在此限。

第六十三條 研磨機之砂輪，應設置堅固之護罩。砂輪更換時，至少需經三分鐘之試

車。

第六十四條 礦場設置專供起重用之設備時，應遵守下列規定： 

一、起重設備之吊鉤或吊具，應有防止所吊物體脫落之裝置。

二、設置適當之防止過度捲揚及行走裝置。

三、開始運轉時應有適當之信號，運轉中嚴禁人員進入吊舉物

下方。

四、應有專人操作；吊鉤或吊具吊有器材時，操作人員不得離

開操作位置。

第六十五條 木工用圓盤鋸，應裝設防止斷齒反撥裝置。帶鋸之鋸齒及帶輪，應設護

罩或護圍等設備。

橫鋸而無反撥之虞者，得不設置護罩或護圍。

第六十六條 使用動力運轉之衝壓機及剪截機，應設安全裝置。但工作點不需伸手或

接近者，不在此限。

第六十七條 機器在轉動時，不得修理或加油。

第六十八條 電機設備之危險部分應有確實堅固之防護設備。礦場機電安全督察員每

月應作一次以上之檢查；如有損壞，應即修復。

第六十九條 礦場機電安全督察員或礦場負責人指定之人員，每日應檢查扇風機、壓

風機、排水機及其他機電設備，並將其結果記入檢查記錄卡及礦場安全

日誌。

 
第二章 地下礦場

 
第一節 坑內作業

第七十條 坑內作業及通行場所之空氣，應維持氧氣含量百分之十九以上，甲烷含

量百分之二以下，一氧化碳含量百分之○‧○○五以下，二氧化碳含量

百分之一以下，其他有害氣體含量應符合勞工作業環境空氣中有害物容

許濃度標準；坑內主要出風坑甲烷含量應在百分之一以下。

礦場坑內安全督察員或作業人員發現甲烷或有害氣體含量超過前項之規

定時，應即報告礦場安全管理員或礦場安全主管，並依下列規定辦理： 

一、煤礦場除立即改善通風外，應即停止該區之送電並通知作業

人員撤離及揭示警告標誌，遮斷通行。

二、煤以外礦場應即通知作業人員撤離及揭示警告標誌，遮斷通

行。

三、在礦場安全管理員或礦場安全主管指揮下，以安全方法從事

救人措施、改善通風或其他緊急安全作業。

撤除前項之警告標誌或遮斷圍柵時，應受礦場安全管理員或礦場安全主

管之指揮監督。

第七十一條 礦場坑內安全督察員應依下列規定測定煤礦作業及通行場所之甲烷及二

氧化碳含量； 

煤以外礦場應測定一氧化碳及其他有害氣體含量： 

一、每日開工前二小時內。

二、停止一班作業後再行作業時。



三、作業人員進入作業地點前。

四、作業中。

前項第四款，在同一作業時間內，應至少測定二次以上。

第七十二條 在煤礦場坑內從事裝置、拆卸、修理機械或接續電纜等作業需用明火

時，應於作業前報主管機關核備，並在礦場安全管理人員督導下，測定

該場所附近甲烷及煤塵含量，確定在安全限度內後始得施工。

煤以外礦場，主管機關得指定礦場作業場所之全部或一部不得使用明

火。

 
第二節 通  風

第七十三條 礦業權者應於礦坑與地表間至少設主入風坑及主出風坑各一處，並應有

適當風道予以連絡。但在開礦初期進行掘進工作，並備有充分通風設施

者，不在此限。

前項主入風坑及主出風坑之坑道截面規格，至少應能滿足通風及搬運之

需要。

第七十四條 入風坑之風量，應以一日間坑內同時作業之最多人數為標準，每人每分

鐘在三立方公尺以上。如兼為內燃機車運輸坑道時，應按內燃機車之額

定輸出馬力數，每馬力每分鐘增加三立方公尺以上。

前項風量，如有自然發火徵兆或其他特殊原因，經主管機關核准後，得

酌為減少。

第七十五條 礦場坑內作業場所之風量，應視作業人數之多寡、甲烷或有害氣體之發

生量、自然發火之可能性及坑內溫度及濕度等因素，適時調節之。

第七十六條 坑內一般作業場所之風速，應在每分鐘四百五十公尺以下。但專用風道

可增至六百公尺。

前項風速，如有特殊理由，報經主管機關核准者，得酌予增加。

第七十七條 坑內作業場所之溫度，應維持在攝氏三十七度以下，超過時，礦場負責

人應停止該作業場所作業人員之作業。但在礦場安全管理員或礦場安全

主管指揮下，以安全方法從事救人措施、改善通風或其他緊急安全作業

者，不在此限。

第七十八條 在自然通風不能達到最低需要風量之地下礦場，應設置主扇風機，並依

下列規定辦理： 

一、應設置於地表機房或近於地表處，機房應以耐火材料建

造，並不得將坑內出風導至主入風坑。

二、煤礦應於坑內距主出風坑口適當距離處，另設平巷、斜坑

或直井通地表機房，作為排風坑道；其長度應在五公尺至

三十公尺間。

三、煤礦應於主出風坑口或坑內近主出風坑口處，裝設爆風門

或弱牆，作為釋壓坑道；其斷面積必須等於或大於排風坑

道之斷面積。

四、應裝置電流計及風壓計或水柱計。但動力在二十馬力以下

者，得免裝風壓計或水柱計。

五、電路應獨立配裝，不得與其他電機設備之電路連接。

六、應裝設減速、停轉之自動警報器。

第七十九條 礦場負責人設置補助扇風機時，應依前條第四款及第六款之規定辦理。

第八十條 主扇風機及補助扇風機運轉時，除安全上認有停機修理之必要或有其他

特殊理由外，不得停止運轉。

主扇風機及補助扇風機停止運轉後，坑內可能發生危險之區域，應撤出

該區域作業人員及停止該區域之送電；恢復運轉時，應採取必要之安全



措施後，始可恢復該區域之送電及作業。

第八十一條 礦場負責人設置局部扇風機時，應依下列規定辦理： 

一、不得設於有害氣體可能蓄積之處所，並不得將回風再導至

入風處所。

二、風量不得大於設置地點之入風量，並不得發生循環迴流。

三、風管有發生靜電之虞者，應有靜電消除設施。

四、供巷道及斜坑掘進使用者，風管口徑應在三十公分以上，

供昇樓掘進使用者，風管口徑應在十五公分以上。

五、風管應防止漏風，出風口與工作面之距離不得超過七公

尺。

第八十二條 局部扇風機運轉時，礦場安全管理人員應依下列規定辦理： 

一、開動前應測定可燃性氣體，經認定符合第七十條第一項所

定標準後，始得送電。

二、開動後應測定該區域有害氣體含量，經認定符合第七十條

第一項所定標準後，始可工作。

三、作業中不得停止運轉，因故障或停電而停止運轉，有發生

危險之虞時，應即撤出該區域作業人員並停止該區域之送

電，及啟斷附近電機設備之開關。

四、排除有害氣體過程中，有發生危險之虞時，應採取安全措

施。

第八十三條 主入風坑及主出風坑間之各風道，礦場安全管理人員應設置下列設備，

控制通風： 

一、遮斷壁：應以混凝土等不燃性材料建造，不得漏風。

二、風門或調節風門：應於適當距離設置二門以上，俾人車通

過時，得交替開關。

三、風橋；應用適當材料建造於坑內交叉風道處，不得漏風。

第八十四條 採掘面需要採用下向通風時，礦場負責人應先報經主管機關核准。

第八十五條 坑內通風坑及風道，不得堆放阻礙通風之岩石、礦石或其他物件。

鄰近風道之採掘跡及不使用之昇樓、坑道，應視實際需要予以封閉。

第八十六條 開鑿斜坑、直井、巷道及採掘面，應有入風及出風之通風設備，使新鮮

空氣流入工作面，並將回風排至回風路，不得將工作面之空氣以局部扇

風機攪拌、迴流或使成為無風狀態。

第八十七條 礦場安全管理員每週應測定總入風、總出風及主分流之入風、出風量一

次以上。如坑內空氣、通風有異狀或變更通風系統時，應即時測定，並

採取必要措施。

第八十八條 礦場安全管理人員每日應檢查主扇風機、補助扇風機及局部扇風機之運

轉狀況；主扇風機及補助扇風機並應檢查其風壓。

礦場安全管理人員每月應測定坑內工作面之溫度及濕度二次以上。

礦場安全管理人員為前二項之檢查及測定時，如發現有異狀，應即採取

必要措施。

 
第三節  氣體、煤層或岩石突出

第八十九條 煤礦場易發生氣體、煤層或岩石突出時，應依下列規定辦理： 

一、設防止突出小組，專責辦理預防措施。

二、設置人員避難設施。

三、改善採掘方法。

四、依實際需要擇用下列預防措施，以實施採煤及掘進作業： 

煤層先進鑽孔。



煤層震動發爆。

煤層高壓注水。

煤層氣體抽出。

其他安全防範措施。

五、採取分區通風，使各採煤場所之回風能直接排至出風坑。

六、備置預防工作日誌，每日記載坑內各處所預防作業實況，

並於礦場明顯處所公告之。

礦場依前項第一款設置防止突出組織或擇用第四款預防措施時，應先報

主管機關核准。

第九十條 礦場採用煤層先進鑽孔時，應依下列規定辦理： 

一、鑽頭口徑應有六十五公厘以上。

二、鑽孔深度應達七公尺以上，採掘後並應保留六公尺以上之

殘孔。

三、鑽孔應在採掘工人出坑後，回風系統內無人工作時實施。

四、鑽孔間隔與孔數應視煤層狀況實際需要訂定。

第九十一條 作業場所有氣體、煤層或岩石突出之徵兆時，作業人員應即避至安全地

點，並對該區域停止送電及報告礦場安全管理人員，採取應變措施。

前項作業場所，應經礦場安全管理人員檢查無危險之虞，始得送電復

工。

 
第四節 煤塵控制

第九十二條 礦場負責人為防止煤塵爆炸，對坑內各場所之沉積煤塵應定期清除，清

除後應撒布石粉；其石粉量以重量計，煤炭揮發分含量未達百分之三十

者，石粉量在總塵量中應占百分之六十五以上；煤炭揮發分含量在百分

之三十以上者，石粉量在總塵量中應占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礦場安全管

理人員應定期實施坑內煤塵採樣及分析；分析結果應作成紀錄，其石粉

量如未達前項規定時，應即改善。

下列各場所應採取適當之灑水、噴霧或煤壁注水等控制措施： 

一、使用採煤機械之作業場所及其附近地帶。

二、煤層之爆破場所及其附近地帶。

三、煤炭裝卸場所及其附近地帶（包括礦車裝卸前後）。

四、其他易發生浮揚煤塵之場所。

第一項所稱煤塵係指原煤之揮發分含量為百分之十一以上，且細粒度之

直徑為○．八四公厘以下者。

第九十三條 礦場負責人為防止煤塵爆炸之傳播，應擇用下列措施： 

一、設置石粉棚或水棚，其儲積量於坑道平均截面每一平方公

尺不得少於○．一立方公尺，並作一公尺以上等間距離設

置，其設置長度不得少於三十公尺。

二、設置石粉密集地帶，其儲積量於坑道平均截面每一平方公

尺不得少於○．三立方公尺，其長度不得少於十公尺。

三、設置水幕，應於一．五公尺至三公尺等間距離設置五組噴

水設備，每組至少應設四只噴嘴，其供水量每分鐘不得少

於十公升，水壓每平方公分不得少於三公斤。

第九十四條 第九十二條第二項煤塵採樣之時間、地點及分析方法，同條第三項灑

水、噴霧之水壓與水量及前條各款措施之設置地點，由主管機關定之。

第九十五條 石粉含百分之十以上游離二氧化矽者，不得作為石粉棚及撒布之用。

第九十六條 礦場安全管理人員每日應巡查坑內煤塵發生狀況與處理情形，每月最少

應作一次全面檢查；如有異狀，應即採取必要措施。

 



第五節 坑內防火

第九十七條 坑內不得使用明火。但因作業需要，需用明火時，應經礦場負責人指定

地點，並採取適當之防火措施。

第九十八條 坑內自然發火或有自然發火之虞作業場所，礦場安全管理人員應依下列

規定辦理： 

一、每日應測定該作業場所之溫度、濕度、有害氣體含量一次

以上及判斷有無臭味，並將測定結果載入礦場安全日誌。

二、發現有自然發火徵兆時，應即將該作業場所及其影響範圍

內之作業人員撤出至安全地點，同時採取滅火或封閉及揭

示警告標誌等緊急安全措施，並於採取措施後立即報主管

機關備查。

三、應選定安全有效之地點作為封閉場所，在場指導作業人員

實施封閉作業，並於封閉後立即報主管機關備查。

四、經封閉場所，應預留鐵管通入內部，供採取有害氣體樣品

分析之用，並揭示警告標誌。礦場安全管理人員應切實檢

查其封閉部分，必要時應測定封閉內部之有害氣體含量，

並記載於礦場安全日誌。

五、封閉地點之啟封作業，應先報主管機關核准，並指導作業

人員實施啟封作業。

第九十九條 礦業權者應於坑內有自然發火或火災之虞場所，設置滅火或防火設備，

並應就近儲備封閉器材。

第一百條 曾有自然發火或有自然發火之虞之廢棄坑道、採掘跡或其他場所，礦場

負責人應採取緊急之填充及封閉等措施，並應注意其回風不流經其他工

作面。

第 一百零一 條 坑內曾自然發火或有自然發火之虞礦場，礦場負責人應將下列事項詳訂

於礦場安全守則： 

一、採掘方式。

二、可能發生自然發火地區之處理事項。

三、處理採掘跡應注意事項。

四、直接或間接滅火時，應注意事項。

五、善後處理事項。

第 一百零二 條 為防止坑內火災之發生，礦場安全管理人員應依下列規定辦理： 

一、主要變壓設備或空氣壓縮機設置場所之電路應為專屬回

路。但經主管機關核准者，不在此限。

二、油脂應置於不燃性容器內，儲藏時，應予密閉並遠離機電

設備。

第 一百零三 條 坑內發生火災時，對人員之撤退、緊急安全措施、通風、封閉、啟封及

應報主管機關核准等事項，准用第九十八條及第一百條規定。

 
第六節 防  水

第 一百零四條 礦業權者應於坑外設置適當之排水設施。

坑口鄰近岩層鬆軟易塌之處所，應建造擋土牆及排水溝。

第 一百零五條 礦業權者應於礦場設置具有排出坑內最高水量之排水設施，其主要排水

機應備有預備機。

礦場負責人應經常測定坑內出水量。

第 一百零六 條
礦業權者在鄰近舊坑、水源之礦坑採礦時，應備有舊坑之詳細實測圖、

記載水源情況之資料，並應留置三十公尺以上之防水礦壁或岩壁。但設

有足夠排出舊坑積水及防水之安全設備，並報經主管機關核准者，得免



留防水礦壁或岩壁。

第 一百零七條 距礦脈露頭二十公尺以內，不得開採。

礦業權者回採防水礦壁，應先擬具回採計畫報主管機關核准。

第 一百零八條 礦業權者在鄰近舊坑採掘而有下列情形時，應在作業場所四周為適當之

先進鑽孔探水： 

一、距採煤礦場舊坑一百公尺以內者。

二、距煤以外地下礦場舊坑五十公尺以內者。

前項鑽孔時，其孔底與採掘面之距離，在煤礦場不得少於十公尺，在煤

以外之地下礦場不得少於五公尺。必要時，應在適當地點預設水閘，以

防泛濫。

礦場無正確之資料可資判明舊坑位置時，應實施長孔鑽孔，其孔底與採

掘面之距離不得少於三十公尺。

第 一百零九條 坑道通過含水斷層或含水地帶前，應採取灌漿或其他適當之防水措施。

第 一百十條 礦業權者在海、河、湖沼等水域底部計劃採掘時，應先對該區域及其周

邊之水深為精密之測定。必要時，應以鑽探及其他方法調查水底至礦床

間之地質條件。

前項鑽孔探查後，應以水泥漿切實填塞。

第 一百十一條 本法第十三條第一項所規定之安全開採計畫，應包括下列事項： 

一、水深測定。

二、水質及水量調查。

三、採掘方法及規劃。

四、接近舊坑或水域底部時擬採之措施。

五、接近斷層時擬採之措施。

六、探水及排水設備。

七、水閘設置及管理。

八、出水時擬採之緊急措施。

第 一百十二條 礦業權者在海、河、湖沼等水域附近採掘時，垂距在二百公尺以內及平

距在一百公尺以內者，礦場負責人應為先進鑽孔探水。但在水域底部以

下超過二百公尺深處採掘者，得不為先進鑽孔。

前項鑽孔，其孔底與採掘面之距離，在煤礦場應保持十公尺以上，煤以

外之地下礦場應保持五公尺以上；坑道掘進面應超越採掘面三十公尺以

上。

礦場安全管理員應隨時測定坑內出水量，檢查先進鑽孔情形及地質條

件，並定期檢查水質變化，將其結果記入礦場安全日誌。

第 一百十三條 在海、河、湖沼等水域底部，有下列情形之一者，不得進行採掘： 

一、水底第四紀層厚度在十公尺以上，第三紀層厚度未滿三十

公尺者。

二、水底第四紀層厚度未滿十公尺，第三紀層厚度未滿六十公

尺者。

三、海床下未滿一百公尺者。

 
第七節 支  撐

第 一百十四條 坑道、採掘面之岩磐或礦層有不安全崩塌之虞者，應設支架，支架頂部

及兩側並應用襯木填緊，不得有鬆弛現象。

前項規定，在煤礦場，其支架之間距不得超過一公尺；坑道掘進面未撐

設支架前，應設先進支撐或臨時支撐。

礦業權者應在坑內外適當地點，儲備充分之支撐材料及設備。

第 一百十五條
礦場安全管理人員應於工作前及工作中檢查坑道及採掘面之支撐情形；



發現有移動、傾倒、腐損或崩塌之虞時，應即指派有經驗之作業人員分

別修復或改修，並採取適當措施。

第 一百十六條 礦場作業人員於工作中，應以適當器具時常檢查工作地點之頂磐及坑壁

安全狀況；認有危險時，應即將鬆石擊落或採取其他適當措施。

第 一百十七條 大落磐搶修時，礦場負責人應依實際情況，採取適當安全措施，並由礦

場安全管理人員在場監督。

第 一百十八條 坑道撤收支架時，礦場負責人應派熟練之作業人員二人以上共同為之，

並應先檢查頂磐狀況。

已撤收支架之坑道，應揭示警告標誌或予封閉。

第 一百十九條 回採礦柱時，礦場負責人應先確認無危險後，始得派熟練之作業人員為

之。主要坑道回採礦柱時，並應先報主管機關核准。

第 一百二十條 礦場負責人於坑內以頂磐栓或其他類似方法支撐岩磐時，應先擬具實施

計畫報主管機關核准。

 
第八節 爆炸物及爆破

第 一百二十一

條

坑內爆破作業應使用電氣引爆，並依下列規定辦理： 

一、應以鑽鑿砲孔爆破法為之，不得使用其他爆破方法。

二、電雷管裝入炸藥前，應以安全導通試驗器檢查其電路，電

路不通者不得使用。

三、電雷管裝入炸藥時，應於遠離電線、電機設備、鐵軌及運

轉中機器等之安全處為之。

四、裝填炸藥於砲孔時應使用木棒或竹桿，不得使用金屬棒或

塑膠棒。

五、炸藥裝入炮孔後，應以粘土、砂袋、或其他不燃性物質充

分填塞，不得使用可燃性物質。

六、裝入炮孔之電雷管，在未經與發爆母線連結前，應將其腳

線之兩端結合。

七、引爆前應由坑內安全督察員測定周圍可燃性氣體及處理粉

塵、煤塵，並以安全導通試驗器檢查結線之電氣回路，經

確認無危險後，始得實施。

八、引爆工作應由已報主管機關核准之專人實施，並受礦場安

全管理人員之督導。

九、爆破前，礦場安全管理人員應指派人員警戒，並廣為警

告，使鄰近地區之作業人員避至安全地點，於遮斷通行

後，爆破工作人員方可引爆。

十、賸餘或不良爆炸物應於每日工作完畢後退還火藥庫保管，

不得存放其他場所。

第 一百二十二

條

發爆母線應為四十公尺以上完全絕緣之被覆電線，其使用及維護，應依

下列規定辦理： 

一、使用時應布設在不帶電之安全地帶，在未經通電引爆前，

其連接電源之兩端應予接合，連接電雷管之兩端應長短不

一，並予分開，以防發生短路。

二、應經常保養良好，不得破損。

第 一百二十三

條

使用電雷管爆破時，經通電後，不論引爆與否，應先啟斷發爆器之電

源，並將發爆母線兩端解離發爆器，予以接合，至少經過十五分鐘後，

始得進入工作面為必要之檢查。

第 一百二十四

條

有殘留爆炸物之砲孔，應依下列規定擇一處理： 

一、
在距原砲孔四十公分以上之處，另鑿等深平行孔裝藥引



爆。

二、用壓力水或壓縮空氣取出填塞物後，再予裝藥引爆。

三、以安全方法在原砲孔裝藥，再予引爆。

前項處理產生之碴石裝車時，應另掛標示牌，並報由礦場安全管理人員

予以妥善處理。

第 一百二十五

條

有殘留爆炸物之砲孔，需移交給次班人員處理時，應由礦場安全管理人

員或其指定之人員對次班人員在現場說明實況，並懸掛標示牌。

第 一百二十六

條

在煤以外之地下礦場運送或使用爆炸物之人員攜帶火源時，應採取妥善

之安全措施。 前項安全措施，應於礦場安全守則內明定之。 

第 一百二十七

條

煤礦場實施發爆採煤時，礦場負責人應先將開採煤層狀況及使用爆炸物

安全措施計畫等含附圖，報請主管機關核准。

 
第九節 坑內道路

第 一百二十八

條

軌道運輸之坑道，其截面規格除應符合通風規定外，車廂與坑壁間距離

至少應在○．五公尺以上；屬複線車道：車廂與車廂間距離至少應在

○．三公尺以上。

第 一百二十九

條

無軌道運輸之坑道，車輛與坑壁間距離至少應在一公尺以上；屬複線車

道，車輛與車輛間距離至少應在○．五公尺以上。

單線車道，坑道兩端應設置管制站，以調度車輛進出。

第 一百三十條 坑內各巷道間應設緊急避難通行道；其距離採掘面應在三百公尺以內，

截面規格並應能滿足人員順暢通行。

第 一百三十一

條

直井或傾斜度在四十五度以上之斜坑，其坑（井）口及其與其他坑道交

叉處所之坑內出口，應設置防止礦車逸走、墜落及人員跌墜之安全設

備。

前項直井及斜坑供行人使用者，應設置堅固之樓梯；其設置依下列規定

辦理： 

一、應與坑（井）壁間保持適當距離，並備有踏板或必要之扶

欄。

二、隔十公尺設迴避踏板。

三、上端應超過直井或斜坑出口○．六公尺以上。

供投運礦物及行人併用之坑內直井、吊井或昇樓，應設置安全隔板。如

專供卸礦物用者，應禁止人員通行。

傾斜度在三十度以上之昇樓，如供卸煤之用者，應另設人員出入專用之

昇樓。

第 一百三十二

條
各主要搬運坑道每隔五十公尺應設里程牌。

第 一百三十三

條

礦業權者應對廢棄不用之坑道或採掘跡設置禁止通行標誌或遮斷通行設

施。

 
第十節 搬  運

第 一百三十四

條

斜坑搬運用之鋼索與車輛間及各車輛間之連接，應使用具有防止跳脫裝

置之安全連接器或其他安全裝置。

第 一百三十五

條

載運員工之直井捲揚設備，應符合下列規定： 

一、應備安全鉤、安全爪或其他安全裝置，俾罐籠因鋼索折斷

或其他原因墜落時 能立即停止下墜。

二、坑口及中段乘降地點，應有自動或手動安全門扉或其他防

止墜落之設備。



三、坑底及中段乘降地點之兩邊均有坑道時，該兩邊坑道間應

有連絡之道路。

四、罐籠應備有金屬製上蓋，兩邊應有圍柵，前後應有門扉及

安全鎖或橫檔，罐籠內應備有扶手。

五、應設置罐籠門尚未關妥時，捲揚機無法開動之連鎖裝置。

六、不得使用分段連接之鋼索。

前項第一款安全裝置，礦場安全管理人員每月至少應檢查一次。

第 一百三十六

條

無軌搬運車輛應有適當之煞車、警報裝置及照明設備。行駛時，應使用

動力操作；駕駛人除非熄火並將車輛停妥外，不得擅離駕駛座。

 
第十一節 機械器具

第 一百三十七

條

礦場作業人員所使用之帽用安全燈，礦場負責人應指定專門人員集中管

理，經確認安全後，始可交由礦場作業人員使用。

第 一百三十八

條

含有可燃性氣體之礦場，坑內不得使用內燃機設備。但經主管機關核准

者，不在此限。

第 一百三十九

條

坑內限使用柴油內燃機，使用時除適用第二十五條第一款規定外，並應

依下列規定辦理： 

一、排氣管應設沖淡廢氣裝置。

二、應設置消除廢氣中之惡臭及有害氣體之設備，使排氣管內

廢氣之一氧化碳含量，除起動及停車時外，不超過百分之

○．一二，並定期檢驗其含量。

三、應設置發動機過熱時自動停轉之設備。

四、應設置特定加油處所，並附設漏油之積存設備，其建造及

防火設備依第二十四條規定。

第 一百四十條 礦場負責人應指派專責人員隨時監視壓風機運轉狀況；看守人員不得擅

離工作崗位。

 
第十二節 電機設備

第 一百四十一

條
電路或電機設備，應依其額定容量設置過負荷及短路保護裝置。

第 一百四十二

條

煤礦場之坑內電機設備，設置於下列甲烷易積滯處所者，應為耐壓防爆

型構造，並應加裝附自動電源截斷器之甲烷警報器： 

一、距採煤面或掘進面二百公尺範圍內。

二、所有出風坑道。但距採煤面或掘進面二百公尺範圍外之出

風斜坑，不在此限。

三、局部通風區域內。

四、設有局部扇風機處。

五、其他甲烷含量經常在百分之一以上之處所。

煤礦場坑內甲烷含量經常在百分之之一．五以上之處所，不得設置電機

設備。

第 一百四十三

條

坑內高壓電纜之接合、分線及末端，應裝置填滿絕緣物之接合匣或使用

相同絕緣效果之預鑄型電纜接頭、分線匣及末端匣。

相接電纜之金屬被覆，應以五．五平方公厘以上導線相連。

第 一百四十四

條

坑內有甲烷或可燃性氣體者，除經主管機關核准之區域外，不得使用架

空線式或非防爆型電池式電動機車。

第 一百四十五

條

坑內架空線式電動機車使用之饋電線，應依下列規定辦理： 

一、饋電線應距軌道上方一．八公尺以上。

二、不得與頂磐、坑壁、風門及支架等接觸。



三、應在電路主要分歧點及適當距離設置開關。

四、為防止饋電線彎曲部分鬆弛，應於適當距離設置拉線等適

當措施；拉線長度應在○．六公尺以內，並應確實固定且

與饋電線絕緣。

第 一百四十六

條

坑內架空線式電動機車之鋼軌，除焊接之接頭外，應使用五十平方公厘

以上裸銅絞線或具同等效力以上導線作電路連接。

 
第十三節 坑外設施

第 一百四十七

條

翻礦機、選礦場及裝卸場，不得設於接近坑口入風處所。但經主管機關

核准者，不在此限。

第 一百四十八

條

選礦場、煉礦場及其他礦塵或岩塵飛揚之作業場所，應有灑水或集塵設

施，其機械器具應裝置適當之防塵設備。

第 一百四十九

條

熔礦爐、轉爐及其他大量處置高熱物之作業場所，應有預防爆炸及高熱

物逸出之適當設施。

前項作業場所，應備置預防火傷或其他危險之適當保護用具。

 
第三章 露天礦場

 
第一節 落石及崩塌之防止

第 一百五十條 礦業權者在海、河或湖沼等水域及其鄰近地區採礦時，除應擬定安全開

採計畫，報主管機關核定外，並應依下列規定為之： 

一、應採取防範漲潮危險之措施。

二、雷雨時不得在水中作業。

第 一百五十一

條

採掘場應以階段法自上而下開採，不得採用底部採掘法（下拔法）開

採。但有特殊情事經主管機關核准者，得以斜面法開採。

第 一百五十二

條

為防止採掘場之岩層、礦體或廢土石不安全崩塌及鬆石掉落，礦場負責

人應依下列規定辦理： 

一、作業上足以造成危害之表土應預先清除。

二、視地形及地質構造，設置適當高度及寬度之階段，採掘面

並應保持安全之斜度。

三、採掘面之危險鬆石應予清除；必要時，應設置適當之鬆石

掉落防護設備。

四、應視岩層、礦體情況保持適當斜度之殘壁。

五、採取石材時，應禁止礦場作業人員在礦體底部作業，並應

視礦體情況採行防止滾動、崩塌之安全措施。

六、採礦場及主要運輸道路應設置排水設施。

前項第二款高度、寬度及第四款斜度，由主管機關定之。

第 一百五十三

條

在斜坡採掘面作業時，應設作業人員之安全站立地點；必要時，並應令

作業人員使用安全索繫身工作。

第 一百五十四

條

二階段以上之採掘場，上階段有鬆石掉落或礦體崩塌之虞，可能危及下

階段作業時，下階段不得同時作業。

第 一百五十五

條

採掘場所遇雷雨、颱風或濃霧致有發生危險之虞時，應立即停止作業，

同時對有崩塌之虞之區域，應採取禁止通行措施。

第 一百五十六

條

採掘、爆破及搬運作業中，有滾石或炸石飛散至場外鄰近地區之虞時，

應設置適當之防護設備或劃定禁止通行區域，並警告周知及配置人員監

視。

第 一百五十七
從事表土、鬆石清理作業時，礦場安全管理人員應先檢查，並在場監督



條 作業。

第 一百五十八

條
礦場作業人員不得在採掘面與操作機械間可能導致危險之範圍內作業。

第 一百五十九

條
礦場堆積礦產品或廢土石時，應有防止崩塌之安全措施。

 
第二節 爆炸物及爆破

第 一百六十條 礦場使用爆炸物時，除雷管及電氣引爆之電路檢查、砲孔裝填炸藥用工

具、砲孔充填物、引爆前電雷管二腳線端之結合、發爆母線及其使用與

維護、爆破及安全警戒、爆炸物之退庫與存放、炸後等候時間及檢查或

殘留爆炸物之處理等，準用第一百二十一條至第一百二十五條有關規定

外，應依下列規定辦理： 

一、安全導火索裝接雷管、導爆索裝接雷管、導爆索裝接炸藥

時，應在遠離火源、電線、電機設備、鐵軌及運轉中機器

等之安全處為之。

二、安全導火索裝接雷管時，應以縐縮機或鎖口器為之。

三、引爆作業，其使用之導爆管或普通雷管安全導火索之長

度，應足夠使爆破人員避至安全處所。

四、實施電氣雷管爆破作業期間，其砲孔周邊一百公尺範圍

內，禁止使用無線電通訊設備。

五、實施爆炸物裝藥作業期間，其砲孔周邊二十公尺範圍內，

禁止鑽孔作業。

六、爆破警戒人員應於爆破後十五分鐘始得撤離。

第 一百六十一

條

使用普通雷管時，同一人連續點火數不得超過十五發；其點火之安全導

火索長度，應足以使點火人員於最後點火後避至安全地點。

 
第三節 採礦設備

第 一百六十二

條

無極索道之鋼索安全率，應在最大靜荷重三倍以上，最大總荷重二倍以

上。

第 一百六十三

條

礦場之車輛駕駛人，應由領有車輛駕駛執照者擔任；推土機、挖掘機、

裝載機及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重機械，其操作人員應領有國家重機械

操作技術士技能檢定合格證件或主管機關有關機種訓練結業證書。

第 一百六十四

條

礦場使用碎礦設備者，應遵守下列規定： 

一、碎礦機械應由專人檢查、操作及維護。

二、應有防止碎礦室堵塞及消除堵塞之適當安全設備。

三、碎礦機運轉時，禁止人員處理機內礦石。

四、礦場使用可變速率碎礦機時，其電壓變動率不得超過百分

之十。

五、碎礦機應採用高啟動轉矩低啟動電流之電動機，並在無負

載時啟動，且應有過負荷與低電壓安全保護設施。

六、有多套碎礦機械設備時，每一饋電線應有單獨之截斷控制

設備。

第 一百六十五

條

帶式輸送機應有適當之操作速度與安全度，並應有緊急停止裝置。長距

離高搬運量者，應視實際情形，增設防止輸送帶滑動、偏向、破裂及過

負荷等安全控制設備。

第 一百六十六

條

礦場機電安全督察員或礦場負責人應指定具有專業知識或實務經驗之專

人每日檢查下列設備，並將其結果記入各檢查紀錄卡及礦場安全日誌： 

一、鑽孔機械。



二、鏟裝機械。

三、搬運機械。

四、碎礦機械。

五、電機設備。

六、其他重要機械設備。

第 一百六十七

條

場使用鑽孔機械（以下簡稱鑽機）時，應遵守下列規定： 

一、每班使用前，礦場安全督察員或礦場負責人指定之人員應

實施檢查；如有損壞，應於修復後始得使用。

二、鑽機運轉時，操作人員不得離開。

三、手持鑽機之操作人員應站在安全地點操作，並應採取防墜

措施。移動鑽機時，應先將壓縮空氣閥關閉。

四、履帶式大鑽機，應由專人操作、維護。

五、鑽桿通氣孔阻塞時，禁止使用加熱方式處理。

第 一百六十八

條

採掘場附近之地下配線，其露出地面線路，應有防止落石及車輛碾壓破

壞之適當保護設施。

第四章 石油、天然氣礦場

 
第一節 防火及安全管理

第 一百六十九

條

下列可能發生火災之設備或場所，必須動用明火時，應由礦場安全管理

人員在場督導、檢查，並經確認安全後始得實施： 

一、油氣輸送、灌裝、儲存設備及其附件。

二、油管溝及地面輸油氣管兩旁、泵房、灌裝間、灌車台、油

類倉庫等。

三、海域探採作業場所。

四、其他有油氣存在或堆有可燃性物質之設備或場所。

第 一百七十條 礦場內有引起火災之虞之場所，應在明顯地點揭示嚴禁煙火之安全標

示。

第 一百七十一

條
礦場作業場所應指定適當吸煙地點。

第 一百七十二

條
礦場危險地區之建築物、油氣儲存槽及高煙囪，應裝設避雷裝置。

第 一百七十三

條

礦場負責人使礦場作業人員進入塔槽、油氣儲存槽或其他煉製設備作業

時，應派置看守人，並依下列規定辦理： 

一、作業前先將所有連接管線盲斷並與熱源隔絕後，啟開人孔

蓋，經通風或吹驅空氣吹除有害氣體，測定確認槽內無中

毒及缺氧之危險。

二、在槽外懸掛內部工作中之安全標示。

三、確認扶梯安全。

四、作業人員穿著安全服、安全鞋，並戴護目鏡、口罩；必要

時，戴用輸氣管之面罩、緊急用氧氣呼吸器或空氣呼吸

器，使用安全帶及安全索。

五、進入槽內作業時，禁用明火；照明須用安全燈。

六、槽內維持適當通風。

第 一百七十四

條

石油、天然氣礦場應通風良好，以免漏氣時發生意外。但窖井無洩漏

時，不在此限。

 
第二節 鑽  井

第 一百七十五



條 天車台、工作台、船緣及泥漿篩周圍應裝設欄杆或低圍板。

第 一百七十六

條
鑽機、發動機及井架等之工作台，應裝設安全逃生設備。

第 一百七十七

條
生產石油、天然氣時，均應預先訂定安全有效之防噴設施。

第 一百七十八

條

鑽井、完井或修井時，應具備下列防噴設備及材料： 

一、充足適當之防噴器及防噴控制設備。

二、高壓偵測及衝噴警報設備。

三、充足之重晶石粉或重泥漿。

四、高效率泥漿調高比重設備。

五、其他必須之防噴設備。

第 一百七十九

條

防噴器應定期試壓： 

一、安裝前及主件修換後。

二、井內各層次套管水泥下完後。

三、地層測驗及油氣試產作業前。

鑽井或修井於鑽進中，其防噴器應定期試壓。

第 一百八十條 水龍頭與方鑽桿之間，應裝設防噴之方鑽桿旋塞。

第 一百八十一

條
雷電時應立即停止井內施炸及穿孔作業。

第 一百八十二

條

遊車、大鉤、天車等鑽井附屬設備，均應定期檢查，並將檢查結果記入

礦場安全日誌。

第 一百八十三

條
陸上井架四周安裝風繩者，其風繩及基礎應力求強固。

第 一百八十四

條

井架上之作業人員應繫安全帶，並應循井架直梯上下，不得攀乘吊卡。

設立或拆除井架時，非作業人員應遠離井架。

第 一百八十五

條

安裝泥泵應設置安全閥；其安全梢部分應裝設護套。泥泵與安全閥間，

不得裝閥。

第 一百八十六

條

各種閥應經常檢查，以保持有效使用狀態；其閥之開或關，應有明確之

標示。

 
第三節 油氣採收

第 一百八十七

條

測驗地層或試油氣時，其點火線之立管位置，應與井心有適當之安全距

離。

第 一百八十八

條
油氣井試油氣時，井口必須事先裝設聖誕樹防噴器或其他防噴設備。

第 一百八十九

條
試油氣時，非作業人員不得進入井場。

第 一百九十條 油氣生產井井場、油氣儲存槽及集油氣站等場所，應設圍柵。

第 一百九十二

條

油氣輸送設備易遭受撞壓部分，應加以保護；其閥之開或關，並應有明

確之標示。

第 一百九十二

條

修護或改裝管線工程，需排放管內油氣或切焊管線時，應先檢查工作環

境，備妥必要之消防器材，經測定確認安全後，始得實施。

 
第四節 海域探採

第 一百九十三

條
升降式鑽機於升降作業時，非必要之作業人員應撤離。



第 一百九十四

條

海域淺層鑽井工程施工時，於安裝防噴器之前應裝設導流器。但已鑽探

之區域或地層，如證實淺層無天然油氣儲積時，可免裝設導流器。

第 一百九十五

條
海域油氣生產井應於海床面及井內分別安裝緊急關井之安全裝置。

第 一百九十六

條

駐有作業人員之海域鑽井或固定生產設備，應備置下列設施： 

一、備用緊急發電機及緊急照明裝置。

二、固定式滅火系統及其他消防器材。

三、與陸上或補給船間之通訊設備。

四、燈號、標誌、汽笛及警鈴等設備。

五、氣壓計、溫度計、風速計及風向儀等設備。

六、足夠全體人員使用之救生艇、救生筏、救生衣、救生圈及

其他逃生設備。

七、直升機坪及登船設施。

前項設施應經常檢查，以保持有效使用狀態。

第 一百九十七

條

礦場作業人員在月池、船邊及工作台邊工作時，應佩帶適當之安全防護

裝備並穿著救生衣。

第 一百九十八

條

海域探採設備在拖航時，應先將可能移動之器材固定，並將水密艙門關

閉。

第 一百九十九

條

封井後之海床面上，除海底井口裝置、防蝕罩、示位器等必要安全設施

外，不得留有其他設備。

第二百條 在海域鑽井時，應採行下列防火措施： 

一、重要地點設置火警自動警報設備及自動滅火設備。

二、各艙間重要地點儲備滅火器。

三、輸送油料時，派專人看守。

四、消防器材每月至少檢查一次，並作成紀錄。

第 二百零一條 油井如有油氣溢出，應予以圍堵，並以適當方法處理。

第 二百零二條 鑽井船之錨碇應採行下列安全措施： 

一、海底錨碇應繫掛漆有明顯色彩之浮標；位於航道區者，並

應裝設閃光燈。

二、在鑽井船上應設有錨張力錶及自動紀錄儀。

三、開鑽前應作錨張力測試；必要時，應加設輔助錨。

四、遇強風巨浪時，應適當降低其下風或背浪向之錨張力。

五、起錨時，應檢查鋼索、錨鍊及錨碇等錨具。

第二百零三條 礦場負責人應依鑽井設備情形預先訂定防颱措施；於獲悉颱風將侵襲海

域作業區時，立即成立防颱指揮中心，依所定措施執行。

 
第五章 衛生醫療及災變救護

 
第一節 衛生醫療

第二百零四條 礦場負責人於礦場作業人員使用乾式鑿岩機或鑽機鑿岩時，應有灑水或

防止岩塵飛揚之設備。

第二百零五條 礦場之衛生醫療，應依礦場勞工衛生設施標準、勞工健康保護規則、指

定醫療機構辦理勞工體格及健康檢查辦法及有關勞工安全衛生醫療法令

規定辦理。

 
第二節 災變處理

第二百零六條
礦場負責人或礦場安全管理人員於礦場發生下列災變時，除應立即搶救



及請求當地警察機關協助外，並應於二十四小時之內將災情及應變救護

措施，以電話報告主管機關： 

一、人員死亡、一次災變有三人以上受傷，及氣體、礦體或岩

石突出致人員受傷者。

二、氣體或粉塵爆炸及因鋼索、礦車之三環鍊、連結器斷裂或

插針跳脫等致礦車逸走者。

三、設備遭受重大損壞及坑內發生自然發火、火災或水災者。

礦場負責人應於前項災變及其他輕微災變之善後工作處理完畢後五日

內，將災變善後處理報告表報主管機關核備。

第二百零七條 發生災變時，礦場負責人、礦場安全管理人員及其他作業人員，非經司

法機關或主管機關許可，不得移動或破壞現場。但為急救、搶救及防止

災情擴大者，不在此限。

礦場負責人應繪製災害狀況圖，以備主管機關派員調查。

 
第三節 救  護

第二百二零八條 煤礦場坑內作業人員應隨身佩帶一氧化碳自救呼吸器或簡便呼吸器；煤

以外之地下礦場應視實際情況，於坑內適當處所備置相當數量之自救呼

吸器。

前項呼吸器之使用方法及其注意事項等，礦場安全管理人員應對作業人

員詳為講解，並妥為管理，保持能使用狀態。

第 一百零九條 礦業權者應在礦場之坑內與坑外主要地點設置相互連繫之警鈴、電話、

對講機或其他通訊設備及指示緊急避難方向之顯明標示。

第二百十條 礦場應依下列規定編組礦場救護隊： 

一、僱用礦場作業人員五十人以上之礦場，應設立礦場救護

隊；僱用礦場作業人員未滿五十人之礦場，得視規模之大

小與鄰近礦場共同設立之。

二、礦場救護隊每六個月應施行一次以上之訓練及演習。

礦場救護隊之編組、裝備及訓練課程基準，由主管機關定之。

第 二百十一條 礦場負責人應訂定救護隊之組織、訓練課程、隊員之連絡體系及救災統

一指揮系統，並報主管機關備查。

第 二百十二條 礦場發生災變需要緊急救護時，主管機關得調派、指揮及監督礦場救護

隊員從事救護工作，並令其他礦場協助搶救、提供器材或土地暫時借與

使用。

第 二百十三條 礦場作業人員受傷時，礦場負責人及礦場安全管理人員應先為急救措

施，並迅速護送就醫。

 
第六章 監  督

 

第 二百十四條 主管機關對開工中礦場應依下列規定定期指派礦場安全監督員監督、檢查或調查礦場安全設施；必

要時，主管機關得為專案安全檢查： 

一、煤礦場每一個月至少一次。

二、露天及其他地下礦場每二個月至少一次。

三、石油、天然氣礦場每二個月至少一次。

前項專案安全檢查，得邀請學者專家參加檢查。

第 二百十五條 礦場安全監督員奉派執行職務時，應出示礦場安全監督員證。

第 二百十六條 為維護坑內安全，經主管機關命令全部或局部停止工作之礦場，其保坑作業範圍及條件由主管機關

視礦場實況定之。

 



  

第七章 附  則

 

第 二百十七條 本細則規定之書、圖、表、卡、冊等格式，由主管機關定之。

第 二百十八條 本細則自發布日施行。


